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2022-2023 年度 
一年級科目龍虎榜 

 
班

別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中文科 陳軍諭 楊淳熙 羅銘朗 

英文科 温芷悠、楊淳熙 羅銘朗 陳軍諭 
數學科 楊淳熙 羅銘朗 陳軍諭、蕭嘉瑤 

常識科 陳軍諭 楊淳熙 羅銘朗 
1B 中文科 吳芊璇 黃子睿 陳曉揚 

英文科 吳芊璇 林子棋 陳曉揚 

數學科 吳芊璇 石暟隆 張濰維、陳曉揚 

常識科 吳芊璇 張濰維 陳曉揚 
1C 中文科 伍嘉熙 趙方穎兒 廖可澄 

英文科 顏熙然 伍嘉熙 林泳悠 
數學科 顏熙然 蔡文菲、趙方穎兒 林毅康、羅智凌 

常識科 顏熙然 伍嘉熙 林泳悠、羅智凌 
1D 中文科 謝凱寧 范詩渝 周卓瑜 

英文科 范詩渝、周卓瑜 謝凱寧 李子怡 

數學科 

范詩渝、李榐濠 
歐綽延、周卓瑜 
朱真慰、謝凱寧 

陳沛楠 盧一言、蕭政陽 

常識科 范詩渝 謝凱寧 周卓瑜 

 
 
 
 
 
 
 
 
 

考試一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2022-2023 年度 
二年級科目龍虎榜 

 
班別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2A 中文科 鄭祉瑜 曾泰然 陶影姿 
英文科 楊炎杰 鄭祉瑜 林日朗 

數學科 曾泰然 徐雅琳 陶影姿 
常識科 曾泰然 鄭祉瑜、林日朗 徐雅琳、林司宇 

2B 中文科 蔡一樂 蔡瀚鋒 邱洛玟 
英文科 邱洛玟 蔡一樂 劉巧晴 

數學科 蔡一樂、邱洛玟 鄒奕檺 蔡瀚鋒 
常識科 蔡一樂、邱洛玟 蔡瀚鋒 陳紫希 

2C 中文科 張志遠 林泳晴 賀瀚濤 
英文科 林泳晴 張志遠 吳爾朗 

數學科 蕭亦駿 張志遠、林泳晴 吳爾朗 
常識科 張志遠 蕭亦駿 李施朗、林泳晴 

2D 中文科 李智華 林心穎 蔡茜而 
英文科 姚澄晞 韓日舜 劉柏睿 

數學科 劉柏睿 李佳恒 李溢 
常識科 李智華 何卓霖 劉柏睿 

2E 中文科 張曉桐 陸晴 賀正曦 
英文科 張曉桐 李芷晴 賀正曦 

數學科 張曉桐 顧啟曦 陸晴、賀正曦 
常識科 賀正曦 顧啟曦 陸晴、張曉桐 

 
 
 
 
 
 
 
 
 
 
 
 
 
 
 

考試一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2022-2023 年度 
三年級科目龍虎榜 

 
班別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3A 中文科 關文皓 林淽霖 袁一樹 
英文科 羅乙創 陳智琛 朱姵慈 

數學科 林淽霖 袁一樹 羅乙創 
常識科 袁一樹 林淽霖 關文皓 

3B 中文科 王晞兒 方昶雅 吳雋熙 
英文科 王晞兒 鮑明康 盧思穎 

數學科 
方昶傑、張熙琳 

蕭思齊 
李展灝 

方昶雅、盧思穎 
王晞兒、吳雋熙 

常識科 方昶傑 王晞兒 
方昶雅、盧思穎 

劉梓晴 

3C 中文科 梁倚齊 伍裔衡 丘雅澄 
英文科 葉在晞 梁倚齊 丘雅澄 

數學科 倫健揚 杜庭宇 伍裔衡、葉在晞 
常識科 吳靜雯 梁倚齊、梅好 莫梓榆、丘雅澄 

3D 中文科 陳海欣 孫淑樺 陳芷嫣 
英文科 陳芷嫣 吳梓豪 陳海欣 

數學科 孫淑樺 楊珀言 吳梓豪 
常識科 陳芷嫣 陳海欣 張景然 

 
 
 
 
 
 
 
 
 
 
 
 
 
 
 
 
 
 

考試一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2022-2023 年度 
五年級科目龍虎榜 

 
班別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5A 中文科 趙紋媗 周殷彤 黃鈞皓 
英文科 趙紋媗 周殷彤 李嘉偉 

數學科 

李嘉偉、周殷彤 
趙紋媗、王畯賢 
彭洛賢、林浚霆 
林凱晴 

陳梓楷、梁珈盈 
陶影彤、曾寶怡 

余俊延 
顧文麒 

常識科 趙紋媗 李嘉偉 林浚霆 

5B 中文科 冼楚瑜 鄧博曦 李詩雅、陳力信 
英文科 勞茜筠 張力允 譚敬樂 

數學科 陳力信 
冼楚瑜、黎俊升 
江柏羲、彭城輝 

蔡卓霖、鄧博曦 

常識科 鄧博曦 冼楚瑜、黃略旻 張力允 
5C 中文科 張熙桐 黃梓滔 陳海琳 

英文科 王卓峯 吳旭妍 李芷瑤 
數學科 李芷瑤 王卓峯 黃梓滔 

常識科 王若雯 熊思源 吳旭妍 
5D 中文科 張茵 陳昊岷 林可棟 

英文科 陳本熙 陳昊岷 鄒梓妍 
數學科 余梓恒 林可棟、蕭凱情 彭羽喬 

常識科 余梓恒、林可棟 張茵 陳昊岷 
5E 中文科 周梓量 丁卓然 李韶翀 

英文科 朱嘉盈 付少龍 周梓量 
數學科 鍾梓宸、付少龍 周梓量 李韶翀 

常識科 周梓量 李韶翀 陳彥鋒 

 
 
 

 

考試一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2022-2023 年度 
六年級科目龍虎榜 

 
班別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6A 中文科 李尉琛 王敏曦 楊承蔚 
英文科 蔡雅妍 黃蘊蓓 王敏曦 

數學科 徐亦廷 刁秉舜 
黃蘊蓓、王浩軒 
李彥彤、吳珮珈 

常識科 徐亦廷 黃蘊蓓、曾穎詩 李彥彤 
6B 中文科 王南蘭 曾穎童 梁凱儀 

英文科 蘇珮然、李梓匡 謝承珈 王南蘭 
數學科 曾泓智、黃兆華 朱南穎 何芷葵 

常識科 梁凱儀 
梁蓁蓁、黃兆華 
李梓匡、何芷葵 

王南蘭 

6C 中文科 吳映鋒 羅煒鈞 鄧思穎 
英文科 龔芷澄 羅家嘉 傅智彥 

數學科 鄧思穎 許穎欣、鍾曼筠 羅煒鈞、龔芷澄 
常識科 吳映鋒 羅家嘉 蘇峻毅 

6D 中文科 孫麟錦 葉淳華 黎浩霆 
英文科 葉淳華 許瀚軒 孫麟錦 

數學科 孫麟錦 楊芯榆、黎浩霆 許瀚軒 
常識科 葉淳華 孫麟錦、黎浩霆 宋曉漫 

6E 中文科 崔昕怡 王翎珊 林顯純 
英文科 洪卓桐 鄧希信 王翎珊 

數學科 蕭仲昕 林顯純 林晞瑤 
常識科 洪卓桐 王翎珊 林顯純、林晞瑤 

6F 中文科 楊靜怡 沈婧媛 黃嘉怡 
英文科 溫顯為 卓泇喬 沈婧媛 

數學科 黎昱希、林雍傑 沈婧媛 溫顯為 
常識科 楊靜怡 鄧楚渝 張晉豪 

 

考試一 

 


